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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周作人 1938 年和 1939 年两年间所作文章多为“抄书”的短篇笔

记。1939 年元旦遇刺后，更加深居简出。探究其此间思想动向的材料并不充分。

本文将以一位拿着武者小路实笃的介绍信、深得柳田国男的信赖和喜爱、在竹内

好的向导下于 1939 年 5 月两次拜访周作人的日本青年在 1974 年的访谈为线索，

边解读这篇访谈边探讨周作人当时的心境。周作人批判转向者，鄙夷充当政府军

队和媒体工具的文学者，而另一方面，对跟自己一样喜欢背对时局、采取旁观态

度的永井荷风的异国年轻人却深有好感；对把自己当作超越国家疆界的“新村”

兄弟的武者小路亦怀抱感激之情。1939 年 5 月当时周作人的立场从他对周围日

本人的态度应能见出端倪。

　　关键词：周作人　池上隆祐　久米正雄　转向　佐野学　柳田国男

一、前言

　　1938 年 2 月 9 日周作人参加“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引起轩然大波。

1938 年 5 月 5 日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文化界，第一次把周作人的名字

与“汉奸”联系在一起。之后的伪北大图书馆馆长和文学院院长的职位，基本只

是“领着干薪”。直至 1941 年 1 月就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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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督办”，“附逆”终成不争的事实。1938 年和 1939 年两年间周作人所作文章多

为“抄书”的短篇笔记。1939 年元旦遇刺之后，更加深居简出。因此，探究周

作人此间思想动向的材料并不充分。

　　本文将以一位拿着武者小路实笃的介绍信、深得柳田国男的信赖和喜爱、在

竹内好的向导下于 1939 年 5 月两次拜访周作人的日本青年在 1974 年的访谈为线

索，边解读这篇访谈边探讨周作人当时的心境，希望能对理解这段时期的周作人

有所裨益。

二、池上隆祐的来访及其意义

　　这位日本青年叫池上隆祐（1906—1986），出生于长野县（旧称“信州”）松

本町（现松本市）。
1
他于 1939 年 4 月和 5 月到北京视察旅行。期间两次在当时

的外务省留学生竹内好的陪同下拜访了周作人，交谈了较长时间。
2
 5 月 26 日去

周宅辞行，周作人不在。关于拜访的事实，竹内好的日记（《竹内好全集》第 15

卷，筑摩书房 1981.10）和周作人的日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6.11）都有记录。

5.15　“和池上君去北海。下午，拜访周先生。”（竹内日记）

5.15　“下午……竹内、池上来。池上赠武者画一帧
3
，武者赠著书一册，

又以纸扇属书。武者小路《牟礼随笔》，寄赠。”（周作人日记）

5.16　“为池上写字四纸。”（周作人日记）

1 　池上隆祐，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法学部毕业。大学时起师事柳田国男、折口信夫、武者小路实笃。

1942 年当选松本市市议员。战后 1946 年第一次国会选举年仅 40 岁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之后三度当

选长野县教育委员。1956 年就任长野县学校供餐会理事长，其信念为“供餐就是教育”。兼任信浓木

崎夏期大学理事、松本交响乐团团长、信浓民俗学会会长等。（《池上隆祐遗文集》所附年谱，池上隆

祐遗文集刊行会 1992 年版）

2 　池上隆祐《柳田国男先生的回忆》，《定本 柳田国男集》第 4卷月报 16，筑摩书房 1963 年版。

3 　这幅画后来成为《药堂杂文》的封面。封面是武者小路 1939 年 3 月 20 日所画。据周作人

1963.11.9 给孙旭升的信：“画上以茨姑洋芋相并放着，表示交情（日语曰‘仲’，谓中日关系）。”见

《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10 卷（钟叔河编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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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下午……以笺扇讬竹内转交池上，但又忘记一册书，须再送去。”（周

作人日记）

5.18　“带池上到海军武官室。夜，访问周先生。”（竹内日记）

5.18　“晚池上、竹内来。池上赠茶一罐。”（周作人日记）

5.26　“池上来辞行，不值。”（周作人日记）

　　池上具体拜访的时间是 5月 15 日下午和 5月 18 日晚上，他带着武者小路托

带的画和新著（《牟礼随笔》，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39.3.19）
4
来到八道湾。

作为回礼，周作人为武者写了扇面，为池上写了四张纸，并送去一本书。
5
 18 日

池上和竹内第二次拜访周作人，赠茶一罐。然后 26 日去往八道湾告别而不遇。

两次会面日期间隔之短，双方礼尚往来之勤，可见相互都留下很好的印象。

　　1937 年 7 月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进驻，知识人大量南迁，周作人成为寥

寥可数的几位留守北京的“一流文化人”，他对时局的态度和反应，自然成为日

方密切关注的对象。就 1939 年而言，大型综合杂志《文艺春秋》上就有两篇周

作人访问记，执笔者都是亲历事变后北京的日本文人。

　　一位是庆应义塾大学讲师奥野信太郎（1899—1968）。他从 1936 年到 1938

年在北京。
6
文中写到周作人曾专门从位于西城的八道湾到北京大学三院后的孟

公府来回访自己，尽管时隔不久，奥野的文章只提及周作人谈到了永井荷风的文

学，但并无具体叙述。
7

　　《鲁迅传》的作者、1936 年获得芥川奖的小田岳夫（1900—1979）则通过东

亚文化协议会于 1939 年和三位朋友一起拜访了周作人。
8
小田注意到周作人优雅

4 　该书收有《周作人》（《日本评论》1938.3、13巻第 4号）一文。周作人获悉后于 4月 24日写了回信，

同自己译出的武者小路的《周作人》一起以“友情的通信”为题刊登于 9月 16 日刊《宇宙风》75 期。

5 　周作人的赠书估计是前一年松枝茂夫翻译的《周作人随笔集》（改造社 1938 年版）。

6 　奥野信太郎《随笔北京》的《跋》，第一书房 1940 年版。

7 　奥野信太郎《北京的日本学者——老北京第二话》，见《文艺春秋》的《现地报告 时局增刊 19》

1939.4，p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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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貌中偶尔闪现的锐利之光。在小田的现地报告中，周作人批判近来报纸的无

趣、对暗杀自己的犯人为何迟迟无法逮捕表示不解、并想到九州住一段时间。
9

　　此外，虽然不是 1939 年，还有一篇发表在 1941 年 6 月改造社《大陆》杂志

上的周作人访问记。
10
作者中村亮平（1887—1947）是“信州白桦派”的中心人物，

深得武者小路的信赖，曾为日向“新村”成员（1919.4—1920.7），不过 1919 年

7 月周作人访问日向新村时，他不巧出村养病。
11
 1941 年当时是东京府立家政学

校专任图画教员、已出版多部美术启蒙书籍的中村通过读卖新闻北支总局的介

绍，拜访了周作人。在文章中介绍周作人正在研究良宽（1758—1831，江户后期

的歌人、禅僧），周作人跟他说想去日本，如果去日本的话，东京呆一周就够了，

想去农村安静地走走，也想去良宽的故乡看看。
12

　　三人的文章，题目出奇地相似，可见写作姿态都是向日本国内介绍日本占领

下北京的文化，其中自然极为重视的便是“一流文化人”的周作人。他们文中对

周作人敬畏有加，却不够生动，相互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距离感。而池上当时的

访问并没有“介绍周作人”的任务，只是抱着亲身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心情来到

中国大陆。这也是周作人愿意畅所欲言的一个原因。再则虽然时隔 35 年，但池

上很生动地描述了周作人对久米正雄的愤怒、对转向者的鄙夷、以及即便柳田国

男来中国也不想见的意外态度。这些内容在 1939 年当时显然是不可能发表的。

8 　对拜访周作人一事，小田在 1941.3 出版的『魯迅伝』（筑摩书房）的第五章《呐喊》、晚年所写的

回忆文章「人生を作る」（『新潟日報』晚报 1976.6.14、6.21、6.28、7.5、7.12、7.19，收入『三

笠山の月　小田嶽夫作品集』小泽书店，2000.10、p38—39）都有提及。

9 　小田岳夫《新北京的支那人》，见《文艺春秋》的《现地报告 时局增刊 23》1939.8、p138—139。

10　饭田吉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文献目录》（增补版），p117，汲古书院 1991 年版。

11　其与命运抗争、波澜奋进的生平可参看今井信雄为其所撰的长篇传记《“新村”余录——中村亮平

传》，收入今井信雄的著作《〈白桦〉的周边——关于同信州教育的交流》，信教出版部 1975 年版。

12　中村亮平《北京的文人》，见改造社《大陆》杂志 1941.6、p182。良宽出生于日本越后国出云崎，

自小习四书五经及老庄哲学，18 岁出家，22 岁时追随来到越后的国仙和尚在备中玉岛圆通寺修行，

受戒得僧名良宽。国仙和尚去世后，他便云游吉野、高野山、伊势诸国，后回乡住在山中的草庵里。

良宽一生，住草庵无寺庙，行乞食，不为名利所缚，孤独清贫而落拓自在，不失对一切生物的爱，与

儿童戏耍，与朋友欢谈，最不喜欢“书家的字，厨师的菜与诗人的诗”。良宽的人生态度应是周作人

当时所向往的，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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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迟到了 35 年的访问记的意义，就在于此。

三、 池上隆祐的访谈

——久米正雄、转向者（佐野学）、柳田国男与周作人

　　就笔者所见，池上谈及周作人的文章有如下三处：

A 　《柳田国男先生的回忆》（《定本柳田国男集》第 4卷月报 16、1963.4）

B 　《访谈 与柳田国男的相遇》（采访者：后藤综一郎，《季刊柳田国男研究》

1974.4）

C 　《异乡交友——与竹内好在一起的北京》（《竹内好全集》第 14 卷、月报

16，1981.12）

　　其中最为详尽、生动的无疑便是 1974 年 4 月《季刊柳田国男研究》上的长

篇访谈中涉及周作人的一节《周作人先生的“柳田”读法》。下面的黑体字是这

一节的翻译（略去最后关于橘朴的部分）。

周作人先生的“柳田”读法

　　我去支那时，请武者给我写了拜访周作人的介绍信。
13

我无论如何也想见见

周作人。

　　周作人那儿没法马上就去。周先生前一年在自己的书斋被北京大学的学生们

用手枪狙击了。学生被击中而丧命。周作人逃到桌子下躲过一劫。
14

于是朋友们

也都很担心，非常严密地警戒着。当时是外务省留学生的竹内好给我当翻译。他

帮了我很多忙
15
，我跟竹内商量，他说有一个好的门路，我们就用了。武者先生

的介绍信表面上只写“介绍池上隆祐君”，背面则写着大概如下意思的话：池上

君是我的好友，我和他可以很安心地无话不谈，你也请这么做。这样你也会愉快，

池上君也会愉快。但我拿出名片，周作人只看表面，感觉就礼仪性的，我就说请

看一下背面。因为周作人对以前的“新村运动”怀有很多兴趣。而且由于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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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白桦”文学的评价也很高，和武者互怀好意，所以武者先生和周先生两人是

相互信任的。我告别时，周作人表现得有点寂寞，给我写了古诗留念。我现在还

13　1939 年当时，池上已通过柳田国男与武者小路有较亲密的往来。关于池上和武者小路的关系，简

单叙述如下：

　　池上初中时便爱读《白桦》杂志，旧制高中时一度轻蔑“白桦”派文学，但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后，

二年级时（池上 1925 年入东大农学部，1929 年再入东大法学部，不知此“二年级”指哪一次——笔

者注）重读武者的小说重新感受到其魅力。之后池上家在东京成城盖房，柳田和武者小路当时也都住

在成城，武者小路在柳田的介绍下拜访池上，池上为武者对人心的细微之处、以及寂寞的洞察所折服。

即便武者之后搬到吉祥寺还是牟礼，都会在自己心情无法排遣时去拜访。（《访谈 与柳田国男的相遇》，

《季刊柳田国男研究》1974.4）

　　池上与武者小路的亲密关系还和武者小路与信州（长野）的渊源有关。据池上的论文《“白桦”

与信州的教育》（《文学》30（3）、1962.3，收入《池上隆祐遗文集》1992.11），在 1919 年月，信州

是东京（44%）之外，白桦会员最多的地区（16%），尤其是在年青的教员当中。“白桦”运动在信州不

是以文学运动的形式，更是以教育运动的形式呈现的。信州的教员赤羽王郎（1886—1981）被《白桦》

杂志感召，去见武者小路。据本人说，第一次是1910、1911年左右，那时《白桦》杂志还刚创刊不久。

赤羽王郎在信州白桦派中最早倾倒于《白桦》，被认为是“信州白桦派”的主轴，始终以最强的影响

力发挥领导作用。而据竹内好 1939 年的日记，当时赤羽王郎在北京临时政府“内务省”任事务官，

池上在北京时便住在赤羽家中。（关于赤羽王郎的北京时代，据讲谈社 1988.4 出版的今井信雄的《此

道而往——漂泊的教师 赤羽王郎》，1939 年 5 月赤羽当是日语学校的老师。笔者现以为竹内好的日

记更可靠。此项待考）

　　此外，池上上旧制松本高中时便在竹内好的父亲的叔父、歌人兼柳田国男的弟子胡桃泽勘内的推

荐下读了《石神问答》，第一次感受到“柳田学”的魅力。（《柳田国男先生的回忆》，前出）后与其兄

喜作一起参与运营胡桃泽1929年秋在长野松本市设立的「話を聞く会」（“听话之会”）。该会持续十年，

先后请了 20多名各界文化名士到松本演讲，共举办了 30多次。1933 年 11月所请的是武者小路实笃。

（「話をきく会」（《听话之会》，见《池上隆祐遗文集》1992.11）当时池上应已与武者熟识。战后

1946 年池上参选众议院议员，武者小路还为其演讲声援，为池上的当选立下一大功劳。

　　总之，不管是学生时代被“白桦”文学所吸引，亦或从同乡先学那里耳濡目染到武者小路和信州

教育的渊源，还是自己实际跟武者小路的接触，都可以看出池上与武者小路的深厚关系。而且，他

1946 年后一直参与信浓木崎夏期大学的运营，其对教育的热情和乐观理想主义，深深刻上同乡教育

者赤羽王郎以及武者小路的影响。

14　关于周作人遇刺事件，据当事人范旭的证言（1990 年），是由天津的一些中学生组织的“抗日杀奸

团”所为，而非“北京大学的学生”。（于浩成《周作人遇刺事件真相》，见《鲁迅研究月刊》

1991.9、黄开发《周作人遇刺事件始末》，见《鲁迅研究月刊》1992.8）。而且范旭说“周应声倒地”，

所以并非“逃到桌子下躲过一劫”。而周作人后来则自称“觉得左腹有点疼痛，却并不跌倒”。（《知堂

回想录·元旦的刺客》）当时在北京留学的竹内好当天从自己担任日语讲师的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那

儿听到周作人遇刺，马上拜访尤炳圻询问事情经过。并到周作人家里去慰问，还到同仁医院去看望沈

启无。（《北京日记》（1939 年），见《竹内好全集》第 15 卷，p278）池上应当从竹内好那儿了解了周

作人遇刺的事情。当时对刺客的说法众说纷纭，“北京大学的学生”说也许是 1939 年的一种猜测。周

作人“逃到桌子下躲过一劫”的错误信息，比较难想像周作人会错误地描述给竹内好，或许是三十五

年后池上记忆的偏差吧。不过，虽然对自己未经历的历史事件的记忆存在错误，但自己耳闻目睹的访

谈，却是声情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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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着。话说着说着，周作人突然发出讽刺来。中国人，很辛辣呀。和日本人不

一样。然后，他说我以为久米正雄这个人是作家，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新闻记者。

光听这句话不明白吧。我问久米怎么了，来拜访您了是吗？周作人说，是的，久

米来了，然后我以为他是作家，一见面他就问我解决日中关系的关键是什么？我

先不吭声地听着，周作人的眼神仿佛在说，这不是愚蠢的问题吗，若是你的话当

能明白吧。过了一阵子，周作人说，我呢，回答道那要看日中双方的国民如何才

能心气相合，除此之外没有吧。周作人接着说，这太讽刺了，你是为的什么研究

文学。到处颠来颠去地给无聊的军部和媒体当爪牙，问的是如此无意义的、政治

家似的愚蠢问题，满不在乎地跑到我这里来了。（我听了就想，——笔者注）啊，

不管在本质上还是在气象上，都和日本的文学者完全不一样。特别是本质。

　　我听说先生在北京城外翻译希腊神话
16
，但先生生活的样子，给人感觉在寂

静之中生气勃勃地活着。正在这时，先生问我，你最近读的日本小说中什么最有

意思？我马上就回答是永井荷风的《濹东绮谭》，周先生大为赞同地十分高兴，

说你果然也是这么觉得。
17

于是宾主间的气氛便慢慢地融洽起来。然后就把我带

到书库去。一看，好多文学方面的书和范围广泛的日本研究书籍。其中满满地放

着柳田先生的书。而且吃惊的是，竟然有我创办的杂志。周作人说我就是从这里

15　池上是通过竹内好的父亲的叔父胡桃泽勘内的介绍认识竹内好的。竹内好的父亲（信州人）请胡桃

泽为竹内好介绍信州出身的未婚妻，因此竹内好这段时间与这位长辈经常通信。（竹内好《复员日记》

1946.9.8）估计胡桃泽顺便在信中向竹内好介绍了自己这位即将去北京的年青同志池上隆祐。不过，

1939 年 3 月 7 日竹内好的父亲去世后，竹内好的动摇加剧，终于不再妥协地拒绝了这桩婚事。（竹内

好《信州与旧友与我》，《潮音》47（1），1961.1）。查看竹内好 1939 年 5 月的日记，发现他与池上相

见频繁。经常在一起互动的还有上面提到的同乡赤羽王郎，可谓一种“信州人脉”形成的亲密关系。

而且，即使池上回日本后，竹内还给他写信倾诉悔婚的心事。（1939.8.17 日记）池上战后一直参与

运营的信浓木崎夏期大学也曾请竹内好去讲课。两人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池上为《竹内好全集》

的月报接受的采访鲜活地刻画出一位集自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媒体人、知中派为一身的竹内好形

象。《异乡交友——与竹内好在一起的北京》（《竹内好全集》第 14 卷、月报 16，1981 年版）

16　据止庵的《周作人传》（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0 年版），1938 年 6 月 7 日最后一次交稿后，文化基金

编译委员会迁往香港，与周作人的合作遂告中止，《希腊神话》译注工作就此停顿。（p205—206）而

从 1938 年 11 月 22 日给松枝茂夫的信中可知，周作人这年冬天在整理希腊神话的译文，预计 1939 年

春完成。（松枝茂夫《周作人——传记式的素描》，为松枝翻译、富山房百科文库《周作人文艺随笔抄》

1940.6 的“解说”。收入研文出版 1999.4 的《松枝茂夫文集》第二卷，p43）但 1939 年元旦遇刺事

件之后，这一工作也再次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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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你的名字的，你就是这个池上吧。我大吃一惊，十分地感动。从没想到杂志

出版后数年，竟然能在异邦的学者的书斋里，看到我参与创办的杂志。
18

离开书

库后，又谈了一会儿柳田先生。我问周作人柳田先生的书都有吗？周作人说只有

一册没有。我问是什么？周作人说是《后狩词记》。
19
这本书我自身怎么也找不到，

借来抄在笔记上。我说，先生，我作为日本人在日本找了十年也没找到，结果抄

的还是抄本，先生没读到也没关系的。周作人说：哦，是吗。说着说着，周作人

说听说最近柳田先生要来北京，我回说大概会来吧
20
，问那时候您见柳田先生

吗？周作人说：不，我不准备。我问为什么，周作人说读柳田的书，感觉好像通

过书本接触他比较好。我吓了一跳。周作人这个人，真的是很敏锐。不仅是周作

人，中国真正的学者、评论家、思想家，和日本的文士和评论家完全不一样。他

17　周作人后来在写于 1944 年 12 月 20 日的《明治文学之追忆》（收入《立春以前》）中说：“

《三田文学》……其中有永井荷风，他的随笔论文我很是喜欢，虽然其大部分多是后来所作。……我

对于一般小说不怎么喜欢，但如永井晚近所作的《濹东绮谭》，谷崎的《武州公秘话》，所写的方面不

同，我读过都感觉有兴趣，不过他们又还写有散文随笔，那么我所喜欢的自然还是在这一边了。”比

起小说，周作人一直更喜欢永井荷风的散文随笔。他当时之所以如此兴奋，也许还是出于对荷风背对

时局的旁观态度的同感。（竹盛天雄《解说》，岩波文库《濹东绮谭》2016.4，81 刷）关于“周作人

与荷风文学”，刘岸伟在《东洋人的悲哀——周作人与日本》（河出书房新社 1991.8）有专章论述，

具体认为周作人喜欢《濹东绮谭》与其不似小说的随笔式的文体有关。p354。

18　指1930年10月池上和有贺喜左卫门、中村吉次共同创办的同仁杂志《乡土》，池上为编辑兼发行人。

每期都有柳田国男的投稿。不过杂志于 1932 年 7 月便休刊。最后一期为第二卷第 1、2、3 号达 3 百

多页的合刊，是为纪念柳田国男 1910 年刊行的《石神问答》而编辑的《石》特辑号。其中请折口信夫、

桥浦泰雄、胡桃泽勘内等十多名与柳田关系亲密的人或致词或画画，特别制作了两本特装本，一本池

上自存，一本赠予柳田。柳田国男十分高兴，把自己保存了 22 年的《远野物语》的三部初稿本（采

风记录、原稿、印刷的初校本）赠予了池上。池上小心保管，去世后捐给了远野市。（石井正巳《远

野物语的成立过程（中）》，《东京学艺大学纪要 2 部门》46　1995、ｐ 251）笔者浏览了周作人 1930

年 11 月、12 月的日记，未见购入记录。1931 年日记未收入《周作人日记》（下）（大象出版社 1996

年版），此项待查。

19　周作人《我的杂学》十四（1944.7，收入《苦口甘口》）中说：“以前只有一册《后狩祠记》，终于

没有能够搜得。”

20　柳田国男曾于宣告《乡土杂志》休刊的 1917 年，于 3.24—5.29 访问了台湾和中国大陆，之后 20

年代初作为国际联盟托管委员由日本赴欧洲的旅途中曾路过香港和上海，但都只是做短暂停留。（王

京《1917 年柳田国男的中国大陆之旅及其影响》，见《文化遗产》2018.2）另据王京的研究，1939 年

是日本民俗学的一个转折期。表现之一便是包括柳田国男本人，整个日本民俗学对中国的关心增大、

杂志上与中国相关的文章增多。但到具体行动方面，不得不说柳田国男的态度还是比较保守。（王京

《一九三〇、四〇年代的日本民俗学与中国》（历史民俗资料学丛书 3），神奈川大学 21 世纪 COE 项目

“人类文化研究的非文字资料的体系化”研究推进会议，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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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拿命在拼。此外，周作人对“转向”感到非常不可思议，而且表示轻蔑。并说

日本不断地把转向者送到大陆来是什么打算，我不赞成。还说日本称蒋介石为容

共派，这完全不着边际。

　　我觉得，日本人对中国以及中国人，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此后我在北京

的博物馆看了很多铜器，感到有点害怕。手一碰就会割到似的既严肃又端正，一

点儿变形都不允许。我感到与周先生的思索态度有着共通的地方。这次中国在日

中邦交正常化上就原则也一步都不退让吧。日本人对中国人所说的原则啊原理啊

这些词的真正意思并不理解。日本人没有原则。表面上是一套，实际上并无法按

照原则进行。不过他们中国人还是要这样（有原则地——笔者）活着，觉得不然

活着也没有意义。所以周作人学习过很多意识形态的想法吧。因为他是鲁迅的弟

弟。不过自有一种巍然的姿态：我不变成意识形态主义者，我还是把人当作人来

尊重的人道主义者。而且，你迷迷糊糊地接触的话，一点儿也不表现于外。非常

地柔和，那是中国人社交上洗练的地方。非常地殷勤、柔和。然而倘若触碰到某

一线，千锤百炼的钢铁似的东西俨然贯穿着。
21

总之，照字面上听来推测的话，

有很多解释。也许呢，作为知日派，朋友派警卫不让他出门，所以周作人也就不

外出而呆在自己的家中，觉得这个时候没有必要突破周围的保护而去见柳田先

生。并非轻看柳田这个人。周作人非常看重柳田学。我见过的汤孺和（或许为“汤

尔和”之误——笔者注）这个人，也非常羡慕地说日本那样的乡土研究若能在中

国兴盛就好了。他说虽然希望中国早日普及这种学问，不过如你所见，这样的大

陆，南北的差异就已如同异国。

　　我以周先生为首，见了一些中国人。我们在学校学习了东洋史等，但这些东

西几乎都没有用。真的是对于中国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国人也同样不

懂日本。即便是周先生那样的人，对于日本的祭礼听了日本人的说明作为知识能

21　池上在《异乡交友——与竹内好在一起的北京》（《竹内好全集》第 14 卷、月报 16 中也有类似的表

述：“一见面，感觉非常柔和、擅长社交，但是说起话来贯穿着一根即便钢铁般的杠杆也无法撼动的

筋骨，有时会发出辛辣的言论，具有成年人般的悠然之处，又让人感到厚重的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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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明白，但作为实感其实无法明白。
22

如大家所知，中国这个国家，原来是无宗

教的国家。有汉帝庙，祭祀着汉帝，但那不是现代人所说的宗教，而是土俗信仰，

叫道教。日本和中国人有些相似，不过还是不一样。不顾这些而提倡两者的相互

理解，这很难吧。柳田先生也很早就一直说，虽然日本人首先必须了解自身，但

国际理解也很有必要性。我觉得柳田先生认为国际的理解最终会相当接近民族

学。
23

　　关于这篇访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周作人的形象，从以下三点做一下简单分

析。

（一）周作人对久米正雄的愤怒

（二）周作人对转向者的鄙夷

（三）不想见柳田国男的周作人

22　周作人在《日本管窥四》（1937.6.16）中援引柳田国男的《祭礼与世间》，着眼于宗教狂热而将抬

神舆壮丁的“神人和融”作为日本的宗教性格，强调中日的不同和理解日本宗教信仰的重要性。这一

段非常有名。池上在 1974 年提到周作人对日本祭礼的言说，一个可能性是他读了 1973 年 5 月筑摩书

房出版的由木山英雄翻译的周作人文集《谈日本文化书》，书中木山的译后记便分析了周作人对日本

祭礼的理解和用意。另一个可能是，将《管窥》之二的衣食住和《管窥》之四的后半部合在一起的《日

本之再认识》（1940.12.17 作）收入小田岳夫自编的《大陆手帖》（竹村书房，1942.5）和松枝茂夫

翻译的《结缘豆》（实业之日本社，1944.4），池上也读过。

23　在了解双方的不同的基础之上，提倡“国际理解”，特别是强调了“一国民俗学”和“国际理解”

密不可分的关系。池上举了汉帝庙的例子，认为这并非现代人所说的宗教，而是“土俗信仰”，是道教，

日本虽然与中国有相似之处，但还是不同。池上对道教的关注也许是来自其师柳田国男的影响。

　　池上在《回忆柳田国男先生》（前出）中提到自己在旧制松本高中念书时，从同乡胡桃泽勘内那

里借来柳田的《石神问答》，“当时对文学书籍渐感疲倦”的池上“感到一种新鲜的惊奇”，马上被这

种全新的学问所吸引。在柳田民俗学初期的“三部作品”（《后狩词记》、《远野物语》、《石神问答》）中，

《后狩词记》是调查记录，《远野物语》是笔记文学，而以真正的研究为志向的乃是《石神问答》（1910

年）。根据王京的研究（《柳田国男与中国——以 1920 年代以前为中心》、神奈川大学《国际常民文化

研究丛书 4》2013.3），《石神问答》采用书信问答的形式，其中在柳田给东京帝大教授、日本东洋史

学泰斗白鸟库吉（1865 － 1942）的信中，阐述了自己对日本民间信仰与中国的关系的理解。柳田认

为日本民间习俗中很多以道教信仰为基础，民间诸神也很多源自道教。王京认为，从这一时期开始，

柳田开始对日本民间信仰的由来和变迁产生兴趣，而他最要排除的乃是神道的说明和佛教的影响。这

时，中国就成为参照，特别是对道教（阴阳教）的影响予以积极的承认。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王京

还介绍柳田国男在1919年8月5日给胡桃泽勘内的信中也详细介绍了道教研究的信息。由此可以推测，

以《石神问答》为契机倾心柳田国男的池上，又受同乡先学胡桃泽的影响，中国的“道教”应形成他

对中国民间信仰的一个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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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作人对久米正雄的愤怒

　　“以为久米正雄这个人是作家，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新闻记者。”

　　“你是为的什么研究文学。到处颠来颠去地给无聊的军部和媒体当爪牙，问

的是如此无意义的、政治家似的愚蠢问题……”

　　据小谷野敦的《久米正雄——微苦笑的人》（中央公論新社、2011.5）所附

年谱，久米从 1938 年起任《东京日日新闻》的学艺部长。1938 年 9 月作为内阁

情报局派遣的“笔部队”成员，到 11 月视察了武汉等中国中部战场。之后，

1939 年 3 月末到 1939 年 6 月到“满洲”，采访鞍山的制铁所等。在中国的这两

个月，久米也不是一直都在“满洲”。根据现在笔者看到的材料，至少 5 月中旬

他来到了北京。5 月 12 日在北京翠明庄参加了以他为中心、由“华北交通会社

北支开发会社”资料课弘报主任，也就是宣传处的主任城所英一召集的座谈会。

出席者包括久米、城所，还有文艺春秋社的特派员立上秀二、中国通村上知行等

一共12名。而根据周作人1939年日记，座谈会的隔日，也就是5月13日的上午，

久米和《庸报》的米川、秦二人拜访了周作人。然后只隔一日，竹内就带着池上

去见周作人了。所以，周作人才会对池上提起久米来的事情，记忆才会那么清晰。

而周作人当时的严厉口吻，显然给年轻的池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 5 月 12 日的“关于北京和北京人的座谈会”上，久米主要是倾听者，由

长住（常驻）北京的日本人“老北京”们来漫谈北京人的气质、中国人为人处世

的习惯、卢沟桥事变后北京的变化、中国人的衣食住、以及“前门的妓女”。不

过从他不多的几次发言，也能感觉到其为人的轻薄。比如笑问住在北京已二十五

年的中国通牛岛吉郎工作的对象是不是“中国妇人”；听说“前门妓女”现在规

矩崩坏，都是“后备预备军”，便回道“但是我们去不了的话真是可惜，即便（规

矩——笔者注）变好”。至于北京，久米认为氛围不像巴黎，而接近伦敦，让他

留下深刻印象的城门、城墙、屋顶、砖瓦，有种颓废而又浑然一体的美，很有味

道，像佛罗伦萨。
24

发表于 1939 年 7 月《文艺春秋》特别号上的当地报告《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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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片》（一），其中三分之一篇幅在介绍大连的妓院、舞厅，而且不得不说，这一

部分写得最为生动。
25

　　一般提到久米和周作人，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久米担任日本文学报国会事务局

长期间发生的“反动老作家”事件（缘起于日本作家片冈铁兵在 1943 年 8 月第

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对周作人的发难）。
26

以及他在第二次“大东亚文学

者大会”结束后的 10 月末，为了确定下一届大会的召开地点是在“满洲”还是

中国，11 月中旬离开日本，在北京特意到周作人家里，恳请合作。但据牵线人、

《东亚新报》的中薗英助战后的回忆，“周作人并没有立即做出答复，这次交涉不

欢而散”。中薗英助回忆，久米在回来的路上毫无遮拦地喋喋不休“英雄豪杰多

好色”之类的话，说“周作人也是那种青葫芦似的脸色，没有精神头儿，好像连

喝酒玩儿女人的兴致也没有了”，简直像个“无赖”。
27

这一完全不着调的周作人

印象，投映的是久米自身对欲望的轻慢，不禁让人联想到 1939 年 5 月 12 日座谈

会上的轻薄发言。久米对周作人没有理解的耐心，也没有理解的共通项及可能性。

　　从池上的访谈已很清楚，周作人对久米的印象在 1939 年 5 月的那次会面已

遭毁灭性破坏，因此久米四年后的努力除了导致“不欢而散”，不可能有其它结果。

也许 1920 年代末就转向通俗小说创作、不自省地趋近新闻媒体和“国策”的久

米真的不是一名周作人所理解和想象的“作家”和“文学者”。他在访问周作人

后不久就在《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连载讴歌“日满亲善”的《白

兰之歌》（1939.8.3 ～ 1940.1.9），久米在将作品作为供给他人的手段、而非自

己同世界相联系的目的这一道路上越走越远。
28

周作人从他提出的“愚问”便看

24　《关于北京和北京人的座谈会》，出席者久米正雄、城所英一等 12 名。《文艺春秋》1939 年 8 月时

局增刊。

25　下一期的《文艺春秋》特别号上继续刊登了久米正雄的《满洲信片》（二），主要谈论奉天（今沈阳）。

文末表示下期还将寄稿，但未见。久米似乎未对 5月 13 日访问周作人一事留下文字。

26　1942 年 5 月 26 日日本文学报国会设立，久米是常务理事兼事务局长。1944 年 3 月任期完了，之后

继续任常任理事。

27　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赵京华译，p184、185，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版。

28　田中益三「白蘭仇花：戦時下久米正雄の一断面」，『日本文学誌要』41、1989.9、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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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其浅薄虚无的本质。在池上看来，和日本的很多文笔家对时局的利用迎合相比，

中国人（周作人）以命著文，有一种不枉曲自身思想信条的纯洁的强韧。
29

（二）周作人对转向者的鄙夷

　　“周作人对‘转向’感到非常不可思议，而且表示轻蔑。并说日本不断地把

转向者送到大陆来是什么打算，我不赞成。”

　　周作人所说的“转向”其实是有所指的。池上和竹内好的第一次访问是 5月

15 日，13 日的周作人日记里有这么一条叙述：

　　上午《庸报》米川、秦二人同久米来访。……得宇田尚寄著书一册，内有佐

野学文荒深甚，转向之人可丑可恶如此也。

　　周作人在日记里很少如此激烈批评他人。可见曾经的日本共产党最高领导

人、“转向者”佐野学（1892—1953）的文章带给他的震撼很大。
30

　　首先来了解一下赠书的宇田尚（1881—1968）。他于 1938 年 3 月到 1939 年

9 月应文部陆军两省的邀请到北京临时政府担任教育部顾问，期间 1938 年 4 月

任“国立北京师范学院副院长”、8 月任东亚文化协议会理事。宇田与转向国权

主义的德富苏峰（1863—1957）有着共同的历史观和世界观，都主张基于皇道的

国民德育。其代表著作《儒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东京东洋思想研究所，

1935）的序即为德富苏峰所作，指出日本人“要以皇道来醇化、政治化、经济化、

伦理化、文学化儒教的思想，开拓日本特殊的文化”。并把此书赠予狱中的日本

共产党干部佐野学和锅山贞亲。此外，宇田还和检察官、警察、监狱机关相合作，

29　《异乡交友——与竹内好在一起的北京》（《竹内好全集》第 14 卷、月报 16，1981 年版）。

30　据黄开发的《关于〈沈启无自述〉》（收入黄开发《周作人研究历史与现状》，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5.4），周作人对曾是左翼作家的“转向者”林房雄的态度也是一样。1943 年春，林房雄作为文学

报国会的文化使节来北京，周作人看不起这个曾经的转向者，对他有意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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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教育的一环致力于所谓“思想犯的更生”。
31

因此才会有与狱中佐野学和

锅山贞亲的往返书信以及面谈。

　　宇田赠予周作人的书是由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改造社于1939年4月出版的《对

支文化工作草案》。据其《序》，这本书是宇田的“对支问题三部书”的第一部，

阐述他对对支文化工作的原理、基本问题的意见。之后准备写作的第二部是详论

指导原理，第三部则涉及具体的工作方式，不过至少就改造社而言，未见后面两

部。全书分六篇，其中第六篇的第一、二、三节是佐野学的信（p255—332）。周

作人就是看了这部分内容，而发出转向者“可丑可恶”之言的。先看一下这三节

的目录。

第六章　佐野学、锅山贞亲两君的对支意见批判

前言

第一　佐野学君的私信（1938 年 3 月 18 日）

关于北支新国家的指导精神及思想工作

（一）北支新国家的建设

（二）北支新国家的指导精神的创造和其内容

（三）新指导精神应包含的要素

（四）与日本北支经纶策的关系

（五）关于大众的思想工作

（六）关于教育

（七）在满支日本人的思想统制的必要性

（八）根本问题在于日本国内

第二　佐野学君的私信（1938 年 8 月 5 日）

31　关于宇田尚，主要参考东洋学园史料室所编的『没後 50 年　東洋学園創立者　宇田尚』（2017.12），

以及宇田尚『対支論纂』第一集（讲演集）（东洋思想研究所，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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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关于把握支那问题的思想准备及其方法

（一）其必要性

（二）自由主义式及共产主义式的把握方法

（三）国民主义式的把握方法

第二章　关于宣传及文教政策

（一）比起物质利益，先给予精神

（二）宣传须立足于事实、道德、明确的政策

（三）灌输日本文化

（四）关于宗教政策

第三章　应给予支那人的政治目标

第四章　清朝的汉人统治政策及其灭亡的教训

（一）满族如何统治汉人

（二）汉人的复仇方法

（三）由以上经验应得到的教训

第三　佐野学君的私信（1939 年 1 月 31 日）

关于东亚协同体的二三私见

序词

第一　意义及其必然根据

（一）协同体的三种类型

（二）东亚协同体应具有的诸种性质

（三）东亚协同体必然成立的根据

第二　关于东亚协同体的基础精神

（一）新东亚精神产出的诸条件

（二）关于传统的东亚精神

（三）关于日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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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东亚精神的内容

第三　关于东亚协同体的政治形态

　　佐野学的言论首先始终强调“北支新国家”的指导精神的中枢是皇道精神，

称“新东洋精神的中心是皇道主义”。其次是“国家主义”，“新东洋精神要求国

家第一”。他说：“国家的根本问题是权力，权力的作用乃是统制、命令、强制、

支配、权威等。”再则，主张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日本对东洋的领导权。比如，“日

本民族没有其他东洋人往往陷入的悲观主义式的彼岸主义、和消极的命运主义。

日本人赞美生，始终努力致力于现世的充实。”这反过来便是对侵略战争的美化

和合法化。他说日本“掌握北支的领导权”，不是不速之客的侵入，而是难以忍

受社会矛盾的“北支民族”将勇武聪明的日本民族作为自己的救星招引进来。支

那人有义务理解日本。“新东洋精神”要承认战争的创造性，必须对战争感到喜

悦，“新东洋精神”是战斗的精神。

　　很明显，高举“皇道主义”和“国家主义”、“日本精神”的佐野学站在了要

求超越国家疆界，联合全世界人民的“人类主义”、“博爱”的对立面。他对战争

的鼓吹，也是厌恶暴力革命的周作人所不能容忍的。
32

（三）不想见柳田国男的周作人

　　“周作人说听说最近柳田先生要来北京，我回说大概会来吧，问那时候您见

柳田先生吗？周作人说：不，我不准备。我问为什么，周作人说读柳田的书，感

觉好像通过书本接触他比较好。”

　　希望只通过书本接触柳田的周作人在池上来访之后，于 6 月 19 日得到两本

32　小川利康《日本新村对周作人之影响再议——纪念俄罗斯十月革命百周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

刊》2018.4。当然，武者小路在战争期间的所为与他曾经的“新村”理想也存在矛盾，这是一个需要

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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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田著作的寄赠（『昔話と文学』、『木綿以前の事』）。10 月 3 日又购入『国語の

将来』，乃 1939 年周作人“自买”的五本外文书之一。可见对柳田的关注不减。

1944 年 7 月的《我的杂学》中周作人说：“柳田氏的学识与文章我很是钦佩，从

他的许多著书里得到不少的利益与悦乐。”而且之前积极参加为配合柳田国男古

稀纪念而举办的一系列活动。比如出席 1943 年 10 月 3 日在北京创立的“东方民

俗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并准备在1944年11月的北京民俗学大会上致开幕辞（后

来大会因故延期而不了了之）。
33

因此如池上在访谈后面强调的，周作人不见柳田 

“并非轻看柳田这个人。周作人非常看重柳田学”。

　　所以一个原因也许是池上猜测的，遇刺事件不到半年，依然深居简出的周作

人觉得没有必要突破警卫去见柳田国男。

　　其次是柳田国男的性格问题。其实池上从 1935 年便因柳田国男对自己“花

甲”庆祝活动的无理取闹态度，而渐渐疏远了柳田国男。
34

之前池上正是因自己

非正式弟子的自由身份和诚实真挚的性格赢得柳田的喜爱和信任，所以柳田才会

把自己保存了二十二年的《远野物语》的手稿赠予池上。但即便是这样的池上，

对跟柳田长时间共处一个空间的“窒息感”深有体会，并最终无法逃脱自己主动

“疏远”的结局。
35

因此，池上听到周作人说即便柳田来中国也不准备见时“吓了

一跳。周作人这个人，真的是很敏锐”的反应，也许是对周作人洞悉柳田神经质

的惊叹。

　　再则，从二者对民俗学的立场态度来看，对周作人与柳田国男的先行研究，

一向着眼于两者的正面影响关系。
36

不过子安加余子在《周作人与柳田国男——

各不相同的民俗学》（中央大学《人文研紀要》（69），2010）中则认为，尤其是

33　王京《一九三〇、四〇年代的日本民俗学与中国》（历史民俗资料学丛书 3），神奈川大学 21 世纪

COE 项目“人类文化研究的非文字资料的体系化”研究推进会议，2008.3。

34　《访谈 与柳田国男的相遇》（采访者：后藤综一郎《季刊柳田国男研究》1974.4）。柳田国男对前来

谈“花甲”庆祝活动的池上态度蛮横无理，这也许与柳田和活动发起人折口信夫当时的微妙关系、以

及柳田认为现在更重要的乃是把民俗学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等有关。（柳田国男研究会编著《柳

田国男传》，三一书房 1988.11、p807）

35　《访谈 与柳田国男的相遇》（采访者：后藤综一郎，《季刊柳田国男研究》19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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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30 年代后，周作人和柳田国男的立场存在较大的隔阂。柳田在对日本民俗

学理论进行体系化整理时越来越强调民俗学的实用性、民俗学的目的是为国家；

而周作人接受弗雷泽之后就逐渐放弃民族主义，对民俗学本身的姿态也发生变

化。子安认为 30 年代的周作人从柳田国男的初期作品找到自身民俗学的存在方

式，而与强调“National 国民”化的柳田国男划清界限。
37

　　周作人的“不见”，的确让所有人大出意料。1939 年 5 月的周作人的思考，

也许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复杂得多。

四、结语

　　周作人批判转向者，鄙夷充当政府军队和媒体工具的文学者，而另一方面，

对跟自己一样喜欢背对时局、采取旁观态度的永井荷风的异国年轻人却深有好

感；对把自己当作超越国家疆界的“新村”兄弟的武者小路亦怀抱感激之情。

1939 年 5 月当时周作人的立场其实从他对周围日本人的态度应能见出端倪，即

如池上所言：周作人心中应当有“千锤百炼的钢铁似的东西俨然贯穿着”。松枝

茂夫也在 1955 年与今村与志雄共译的《鲁迅的故家》（筑摩书房）的解说中，认

为战争中的周作人“努力继续了与他自己相应的强烈抵抗”。追索日中战争时期

周作人心路历程的木山英雄也理解为“虽然不是英雄式的，但作为一个始终独立

的精神度过了这个困境”。
38
对一生住草庵、身在时伦之外而落拓自在、保持着“纯

净而超然”灵魂的良宽，战时的周作人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36　赵京华《周作人与柳田国男——以固有信仰为中心的民俗学》（《日本中国学会报》1995）的基本观

点便是：周作人 20 年代末思想发生转变，向传统文化自身的再生和复兴（而非“革命”）的道路转变，

这其中与柳田国男的受容有很深的关系。再如，王兰在《周作人战前、战时的日本文化论与柳田民俗

学》（亚洲游学 164 伊藤德也编《周作人与中日文化史》，日本勉诚出版 2013.5）中，虽然也提到战

时柳田国男倡导从“民间传说”考察东洋的一致性，这与周作人从“祭祀”来断言中日理解的不可能

形成对比，不过论文的主要方向还是在于试图从柳田同时代的文本中找出周作人日中文化理解“绝望”

论的来源。

37　子安的考察的确勾勒出周作人和柳田国男的不同发展倾向，不过，关于周作人是否真正放弃“民族

主义”、以及是否与柳田国男完全划清界限，还有待商榷。

38　关于松枝茂夫和木山英雄对战时周作人的理解，可见伊藤德也的概括（《周作人研究在日本》，文萍

译，《鲁迅研究月刊》19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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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样的周作人，当时以竹内好为首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是否

“有一个由崇拜到唾弃的转变”呢？
39

在此虽然无法展开，但且不论竹内好直至

1939 年 10 月结束两年北京留学时和周作人的亲密往来
40
，即便是 1941 年 1 月

周作人出任伪职之后的 1942 年春，竹内好依然和周作人保持了良好的关系。那

年春天竹内好 2月中旬到 4月底以回教圈研究所调查的名义，到中国大陆出差。

期间的 2月后半和 3月后半在北京，正好与当时来大陆旅游的松枝茂夫在北京相

见。松枝说，周作人非常喜欢竹内好。
41

周作人也在当时（1942 年 2 月 1 日）给

松枝的信中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虽然北京和江南一样文化荒落，“但幸尚有竹内

君二三旧友，可以谈话。”
42

因此，“唾弃”之说实在无从谈起。

　　周作人对竹内好来说，比起鲁迅，更是一个谜。1939 年 10 月 13 日留学回

国告别时周作人的“饶舌”，竹内好怀疑是将有所行动的决意
43

；对 1941 年春周

作人率伪东亚文化协议会评议员代表团来日觉得“可疑”，但当亲眼看到周作人

“清朗的风姿”，疑念则滑稽般地消失。
44

之后是 1942 年春的访京。然而对 1939

年 10 月告别时周作人反常的“饶舌”的疑问，竹内好一直未能消除。
45

　　周作人在战争中的抉择，当是一个会继续被讨论下去的问题。因为如同竹内

好所说，“周作人有着不逊于鲁迅的复杂性格”
46
，而丸山昇对此理解为周作人身

39　小林基起、商金林《日本〈中国文学〉月报中的“周氏兄弟”》，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

年第 11 期。

40　《周作人日记》10.13 ：“ 下午竹内来，云即返国。以守常、独秀、尹默、平伯等人手迹赠之。又属

写字，为写两纸送去。”

　《竹内日記》10.13 ：“访问周先生。少见地精神。听了很长时间的话。……求字。还送给我李大钊

和陈独秀的信简，之后告辞。”

　《竹内日记》10.14 ：“周先生托尤君给送来字。非常漂亮。比预想的大，两幅。给松枝一幅。此外

还有鲁迅的手迹和俞平伯的。感谢至极。”

41　松枝茂夫《断断续续的回忆》，杂志《展望》1977.5 的追悼号《追悼　竹内好》、p52。“周作人先

生觉得那（竹内好每晚喝酒，从北京出发的计划多次因此延迟——笔者注）非常有意思，觉得很好笑。

周先生自己不喝酒，但好像很喜欢看喜欢喝酒的人的醉态。在我看来，周先生非常地喜欢竹内好。”

42　小川利康、止庵编《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P11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43　竹内好《评传 毛泽东》，见《中央公论》1951.4。或许竹内好这时想起中日开战后突然回国的郭沫

若。

44　竹内好《佐藤春夫先生与北京》，见《文学通信》第 8号 1942.2。

45　竹内好《评传 毛泽东》，见《中央公论》19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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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着“与鲁迅不同形式的政治性，或者与政治无论如何也斩不断的脐带似的联

结”。
47

这种“不同形式的政治性”的一个表现，便是在对于各种放弃原则和独立

精神的日本文人（比如久米正雄、佐野学）持激烈批判的同时，心中自有一方净

土，比如对良宽的向往。总之，周作人的复杂性折射在周边的人身上，只要真挚

地去相对，当能得到其真实的一面，而池上隆祐这位来自异国的年青人，便是有

这般魅力和幸运的人。

46　竹内好《从周作人到核试验》，《世界》1965.1。

47　丸山昇《战后五十年》，原载《野草》杂志 57 号，1996.2。可见丸山昇《鲁迅·革命·历史——丸

山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吴俊译，王俊文校，p395，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